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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趾）并指（趾）遗传与环境因素的
多病 例对照研究
罗家有付楚慧
【摘要】

姚宽保

胡茹珊

杜其云

刘智昱

目的探讨多指（趾）并指（趾）先天畸形相关的遗传与环境因素。方法采用以医

院为基础的ｌ：２病例对照研究，对多指（趾）并指（趾）患儿和正常儿的母亲进行问卷调查。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分析，筛选出多指（趾）并指（趾）先天畸形相关的影响因素。结果研究对象病例组
１１ｌ例和对照组２２２名。单因素分析发现胎儿多指（趾）并指（趾）与孕妇文化程度、家庭年人均收
入、孕早期吃肉蛋类、夫妻一方或双方家族遗传史、孕前职业接触有害物质、严重早孕反应等有关；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年人均收入高（＞８０００元，ＯＲ＝Ｏ．２４０）、孕早期经常吃

肉蛋类（ＯＲ＝Ｏ．１８２）等减少胎儿患多指（趾）并指（趾）的风险；夫妻一方或双方家族遗传史（ＯＲ＝
１０．１８７）、孕前职业接触有害物质（ＯＲ＝３．０２９）等增加胎儿患多指（趾）并指（趾）的风险；其中，夫妻

一方或双方家族遗传史和孕前职业接触有害物质的归因危险度百分比（％）分别为９０．１８％和
６６．９９％。结论遗传因素是多指（趾）并指（趾）先天畸形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家庭经济状况、孕
早期膳食与孕前职业接触有害物质等因素也与多指（趾）并指（趾）先天畸形有关。
【关键词】多指（趾）并指（趾）；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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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指（趾）并指（趾）是最常见的先天性肢体畸

形，在新生儿中的发生率约为０．３０％ｏ～１．９０‰ｆＩ’２】。
多指（趾）并指（趾）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目前，遗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９．００９

基金项日：湖南省卫生厅医药卫生科技项目（Ｂ２００７００２）
作者单位：４１０００８长沙，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

传因素与多指（趾）并指（趾）发生关系的研究较多，
相关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ｂ圳。国

健系（罗家有、付楚慧）；湖南省卫生厅（姚宽保、胡茹珊）；湖南省妇

外的研究结果显示，母亲年龄过小一１、孕期吸烟ｎ

幼保健院（杜其云、刘智昱）

孕期接触农用化学物质¨“、妊娠合并糖尿病等因素

０‘、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９０４·

将增加胎儿多指（趾）和并指（趾）的患病风险ｎ２１；本

度（Ａ尺）百分比（％）计算公式ｍ１：ＡＲ（％）＊［（ＤＲ一１）／

研究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从流

ＯＲ］×１００。

行病学角度探讨遗传、环境因素与多指（趾）并指

结

（趾）发生的关系。

果

１．一般情况：实际调查３５４人，２ｌ份调查表因存

对象与方法

在逻辑审查错项、漏填项或配对不符合要求而被剔

１．对象：选择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６月

除，最终得到有效调查表３３３份，调查表合格率为

３０日，在湖南省１４个地区４５家出生缺陷监测医院

９４．０７％。在合格的３３３份调查表中，病例组１１ｌ例，

内确诊为多指（趾）并指（趾）的孕满２８周至产后７

ｄ

对照组２２２名。两组平均年龄分别为２６．７８岁和

围产儿的母亲为病例组。诊断标准参照卫生部《中

２６．４２岁，除文化程度外，年龄、民族、职业、常住地等

国妇幼卫生监测Ｔ作手册》出生缺陷诊断标准。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病例组与对照组资料均衡

择与多指（趾）并指（趾）出生缺陷儿来源于同一家医

性较好，具有可比性（表１）。

院（同病房或其他病房），出生年月相近（相差不超过

表１病例组和对照组人口社会学特征比较

１个月），娩出胎儿为正常儿的母亲为对照组。病例
因

和对照组按照年龄相差不超过２岁，居住地相同（同
一个县或区），以１：２比例进行匹配。两组均排除因
精神症状、思维或记忆障碍而不能准确回答问题者。
２．调查内容与方法：在调查对象知情同意的基
础上，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医院指定的妇产科
医生）采用统一调查表，按照统一标准，对研究对象
于产后２周内进行面对面的询问调查，病例和相应
对照的调查由同一调查员完成。调查表内容包括多

年龄（岁，ｘ＋ｓ）

２６．７８±４．８ｌ

ｆ值

Ｐ值

０．７０３４

０．４８２

２０３（９１．钔０．１６５

０．６８５

（对ｎ＝照２组２２）
２６．４２±４．２０

民族

汉族
其他民族

眦¨邮琊∞＂
叫∽ｒ，）

１９（８．６、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０．外

中学（初中或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农民

本情况（民族、年龄、常住地、文化程度、职业、孕次）、

进城务工

，跗勉渺们Ⅺ＂珏限
￥＂墟．ｎ＂

经商，公司职员

４３ ３

９（４．１）

Ｉ ９ １Ｚ

４６（２０．７１

７ ６３

１９（８．６、

公务员／干部墩师，职员

８ ７２

２５（１１．３１

前半年至孕早期（妊娠前３个月）的情况（职业有害

家庭主妇和其他

２７ ２ｔ ７）１） ３

５９（２６．６１

史］、丈夫基本情况［民族、年龄、妻子孕前和孕早期

Ｏ．１５６

０．

６４（２８．８１

７ ６ ＆３

工人

常生育史、多指（趾）并指（趾）家族遗传史、近亲婚配

Ｏ．０２０

６７（３０．２、

体重、胎儿出生诊断、诊断依据、确诊时间）、孕妇孕
物质接触、营养、患病、生活习惯等）、家族史［孕妇异

７．８３ １

１５３（６８．９１

职业

指（趾）并指（趾）出生缺陷儿母亲和正常儿母亲的基
围产儿基本情况（出生日期、性别、胎龄、胎数、出生

素（病ｎ＝例ｌ组ｌ １）

常住地
城镇

６５（５８．６）

１３５（６０．８）

农村４６（４１．４）８７（３９．２）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４ｔ检验

危险冈素接触史、不良生活习惯、多指（趾）并指（趾）
家族遗传史］等五个方面。

２．影响因素分析：以胎儿是否患多指（趾）并指

３．质量控制：在预调查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调查

（趾）先天畸形为应变量（是＝１，否＝０），孕妇文化

表。正式调查前，对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全省统一

程度、孕前职业接触有害物质、孕前患慢性疾病、严

培训。严格按照纳入标准、诊断标准和排除标准选

重早孕反应、夫妻一方或双方家族遗传史等２４个因

择研究对象。按回收调查表５％的比例进行复查，所

素为自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变量赋值见表２。

有调查栏目误差不能超过１０％。

（１）单因素分析：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数据录入，ＳＰＳＳ １５．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孕妇文化程度高、家庭年人均收入高、孕早期经常吃

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对所有研究变量进行单

护因素；夫妻一方或双方家族遗传史、孕前职业接触

冈素分析，挑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的变量

有害物质、严重早孕反应是胎儿发生多指（趾）并指

进行多因素１：２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Ｍｅｔｈｏｄ＝ＬＲ

（趾）先天畸形的危险因素（表３）。

（ｆｏｒｗａｒｄ），姒＝Ｏ．０５，ａｍ一－－－Ｏ．１０］，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采
用Ｃｏｘ回归模型进行拟合。暴露人群中的归因危险

肉蛋类是胎儿发生多指（趾）并指（趾）先天畸形的保

（２）多冈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
变量引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探讨多个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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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主要研究变量及其赋值
小学及以下：Ｘｌａ＝Ｏ，Ｘｌｂ＝Ｏ

中学（初中或高中／中专）：Ｘｌａ＝１，

ｘ２家庭年人均收入（元）

表３多指（趾）并指（趾）单因素分析结果

赋值

变量
ｘｌ孕妇文化程度

·９０５·

因素

卢缸Ｗｆａ值／ｄ

ＯＲ值

Ｐ值

（９５％Ｃ１）

孕妇文化程度

Ｘｌｂ＝Ｏ

小学及以下

大专及以卜：Ｘｌａ＝Ｏ，Ｘｌｂ＝１

中学（初中
或高中／中专）

－１．５６４ Ｏ．８３８

３．４８７

０．０６２

０．２０９（０．０４０—１．０８１１

大专及以上

—２．４１２ ０．９０４

７．１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０（０．０１５～０．５２７）

≤４０００：Ｘ２ａ＝Ｏ．Ｘ２ｂ＝Ｏ
４００１一：Ｘ２ａ＝１，Ｘ２ｂ＝Ｏ
＞８００１：Ｘ２ａ＝Ｏ．Ｘ２ｂ＝ｌ

家庭年人均收入（元）
≤４０００

ｌ

Ｘ３孕前职业接触有害物质

否＝Ｏ，是＝ｌ

Ｘ４孕前或孕早期接触农药

否＝Ｏ，是＝ｌ

４００１～

－４）．３７３

０Ａ１７

０．７９９

０．３７１

０．６８９（０．３０４—１．５６０）

Ｘ５孕前住房装修

否＝Ｏ，是＝ｌ

＞８０００

一１．２３８ ０．４２９

８．３２８

０．００４

０．２９０（０．１２５～０．６７２）

Ｘ６孕早期吃泡菜烟熏类食品 否＝０，是＝ｌ
Ｘ７孕早期吃肉蛋类

０。２煳：ＸＴａ＝０。ＸＴｂ＝０
３—５次／周：Ｘ７ａ＝１，ＸＴｂ＝０
６次以Ｉ－．／Ｎ：Ｘ７ａ＝０，ｘ７ｂ＝ｌ

Ｘ８孕早期吃蔬果类

偶尔或不（０—２）
间常（３～５）

－１．０４９ ０．４７９
－１．７１３ Ｏ．５０８

夫妻一方或双方

３—５次／周：Ｘ８ａ＝ｌ，Ｘ８ｂ＝０

家族遗传史
孕前职业接触
有害物质

０—２次／周：Ｘｇａ＝０，Ｘ９ｂ＝０

ｌ

经常（≥６）

０—２次／周：Ｘ８ａ＝０，Ｘ８ｂ＝０

６次以上倜：Ｘ８ａ＝０，Ｘ８ｂ＝１
Ｘ９孕早期吃豆奶类

孕甲期吃肉蛋施冼郧

严重早孕反应

０．０２８

Ｏ．３５０（Ｏ．１３７一Ｏ．８９研

１１．３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０ｆｏ．０６７一Ｏ．４８８）

４．８０３

１．８８８ Ｏ．８０１

５．５５３

０．０１８

６．６０６（１．３７４～３１．７５８）

Ｏ．８４３

０．３８０

４．９２２

Ｏ．０２７

２．３２４（１．１０３—４．８蚴

Ｏ．７４９

０．２４９

９．０２７

Ｏ．００３

２．１１５（１．２９８～３．４４９）

３—５次／周：Ｘ９ａ＝ｌ，Ｘ９ｂ＝０

６次以上／周：Ｘ９ａ＝０。Ｘ９ｂ＝１

ＡＲ值（％）分别为９０．１８％和６６．９９％，表明夫妻一方或

ＸＩＯ孕早期感冒

否＝Ｏ，是＝ｌ

ｘｌｌ严重早孕反应

否＝０，是＝ｌ

双方家族遗传史是胎儿发生多指（趾）并指（趾）先

Ｘ１２孕前患慢性疾病

否＝Ｏ，是＝ｌ

天畸形最主要的危险因素（表４）。

Ｘ１３孕早期生殖系统感染

否＝０，是＝ｌ

Ｘ１４孕早期胚胎出血／先兆流产否＝０，是＝１
Ｘ１５孕前避孕药服用

否＝Ｏ。是＝１

Ｘ１６孕妇异常生育史

否＝０，是＝１

表４多指（趾）并指（趾）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Ｘ１７夫妻—方或双方家族遗传史否＝０，是＝１
ｘ１８孕妇近亲婚配史

否＝０，是＝ｌ

Ｘ１９孕前饮酒

否＝Ｏ，是＝ｌ

Ｘ２０孕前吸烟

否＝０，是＝１

Ｘ２１丈夫职业接触有害物质

否＝０。是＝１

Ｘ２２丈夫患慢性病

否＝０，是＝ｌ

Ｘ２３丈夫吸烟

从不：Ｘ２３ａ＝０，Ｘ２３ｂ＝０
１周ｌ包及以下：Ｘ２３ａ＝１，Ｘ２３ｂ＝０
ｌ周ｌ包以上：Ｘ２３ａ＝０，Ｘ２３ｂ＝ｌ

Ｘ２４丈夫饮酒

从不：Ｘ２４ａ＝Ｏ，Ｘ２４ｂ＝Ｏ
ｌ周ｌ一２次：Ｘ２４ａ＝ｌ。Ｘ２４ｂ＝０
ｌ周３次及以上：Ｘ２４ａ＝０，Ｘ２４ｂ＝ｌ

素对胎儿多指（趾）并指（趾）先天畸形的联合作用。

讨

论

多指（趾）并指（趾）是最常见的先天性肢体畸

以逐步回归法建立ｌ：２配比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主效应
模型。当ａ＝０．０５时，多因素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家

形，属于不完全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近年来

庭年人均收入高（＞８０００元，ＯＲ＝Ｏ．２４０）、孕早期经

有关多指（趾）并指（趾）畸形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已取

常吃肉蛋类（ＯＲ＝０．ｔ８２）等减少胎儿患多指（趾）并

得一定进展。通过家系连锁分析研究，目前已经定

指（趾）的风险；夫妻一方或双方家族遗传史（ＯＲ＝

位了４个多指（趾）畸形基因座（２ｑ３ｌ、７ｐ１５—１１．２３、

１０．１８７）、孕前职业接触有害物质（ＯＲ＝３．０２９）等增

７ｑ３６和１３ｑ２ｌ一３２）和３个并指（趾）畸形基因座

加胎儿患多指（趾）并指（趾）的风险。其中，夫妻一

（２ｑ３４—３６、２ｑ３１．３２、６ｑ２１．２３．２）ｂ．７］。其中已经确定的

方或双方家族遗传史和孕前职业接触有害物质的

致病基因为２ｑ３１区域的ＨＯＸＤｌ３基因和７ｐ１３区域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９月第３０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９０６·

的ＧＬｌ３基因抽】，其突变分别导致多指（趾）并指（趾）
畸形和Ａ型轴后多指（趾）畸形。

本研究经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ｒａｄｉａｌ ｐｏｌｙｄａｃｔｙｌｙ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Ａｎｎａｌｓ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２００５，５５（４）：３６３—３６６．
［２］Ｄｕｃｈｅｓｎｅ Ａ，Ｇａｕｔｉｅｒ Ｍ，Ｃｈａｄｉ Ｓ，ｅｔ ａ１．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ｔ ｍｉｓｓｅｎｓ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ｖｉｎｅ ＬＲＰ４

夫妻一方或双方家族遗传史是子代发生多指（趾）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ｃａｕｓａｌ

并指（趾）先天畸形作用最强的危险因素（ＯＲ＝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６，８８（５）：６１０—６２１．

ｌｏ．１８７）；估计该冈素的ＡＲ值为９０．１８％，提示如果夫
妻一方或双方有多指（趾）并指（趾）家族遗传史，其
子代由遗传因素作用引起的发病数占总发病数的
９０．１８％。因此，本研究结果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提
示，遗传因素可能是多指（趾）并指（趾）最主要的发
病原因。

ｆｏｒ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ｎｄａｃｔｙｌｙ

ｇｅｎｅ

Ｈｏｌｓｔｅｉｎ

ａ

ａｓ

ａ

ｅａｒｌｅ．

［３］Ｈｏｒｓｎｅｌｌ Ｋ，Ａｌｉ Ｍ，Ｍａｌｉｋ Ｓ，ｅｔ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ｗｉｔｈ

Ｊ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Ｅｕｒ

ＨＯＸＤｌ３ ７－ｒｅｓｉｄｕｅ ｐｏｌｙａｌａｎｉｎｅ

ａ

ｔｒａｃｔ

Ｍｅｄ Ｇｅｎｅｔ，２００６，４９（５）：３９６－４０１．

［４］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 Ｕ，Ｂｌｏｕｉｎ几，Ｍｅｈｅｎｎｉ Ｈ，ｅ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ｕｔｏｓｏｍ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１．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ｎｅ

ｐｏｌｙｄａｃｔｙｌｙ ｔｙｐｅ Ａ

ｐｏｓｔａｘｉａｌ

ｔｏ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７ｐ１５－ｑ１１．２３ ｂｙ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ｍ Ｊ Ｈｕｍ Ｇｅｎｅｔ，

１９９７，６０（３）：５９７—６０４．

目前，多指（趾）并指（趾）相关环境因素研究报
道较为少见，为数不多的研究结果显示，母亲年龄过

［５］Ｇｏｏｄｅ ＤＫ，Ｓｎｅｌｌ

Ｐ，Ｓｍｉｔｈ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

小（１４～１９岁）旧］、孕期吸烟¨引、孕期接触农用化学物
质…１、妊娠合并糖尿病等因素将增加胎儿患多指

（趾）和（或）并指（趾）的危险陛¨引。本研究也发现，
多指（趾）并指（趾）先天畸形与环境因素有关。例
如，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年
人均收入高（ＯＲ＝Ｏ．２４０）能减少胎儿患多指（趾）并
指（趾）的风险，与Ｗａｌｌｅ等Ｈ４０报道的多指与收入呈负

ｔｒｉｓｏｍｙ．Ｃｌｉｎ

ｔｏ

７ｑ３６．Ｊ Ｈｕｍ

ＰＬｏＳ

为６６．９９％；这一发现与张卫等｜１ ５１报道的“孕期从事

总之，本研究通过大样本的病例对照研究，从流
行病学的角度提示遗传因素可能是多指（趾）并指
（趾）先天畸形最主要的发病原因，除此之外，家庭经
济状况、孕前工作环境、孕早期膳食等环境因素与子
代多指（趾）并指（趾）先天性畸形有关。因此，多指
（趾）并指（趾）先天性畸形的预防既要考虑遗传因
素，又要考虑环境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及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一并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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